
描述部分
⾎清霉素（环丝氨酸㬵囊，USP），3-异恶唑烷酮，4-氨基-，（R）- 是⼀种⼴谱抗⽣素，由兰花链
霉菌菌株产⽣，也已合成。环丝氨酸是⼀种⽩⾊⾄类⽩⾊粉末，易溶于⽔，在碱性溶液中稳定。它
在中性或酸性 pH 值下迅速被破坏。

在含有 100 mg/mL 的溶液中，环丝氨酸的 pH 值介于 5.5 和 6.5 之间。环丝氨酸的分⼦量为
102.09，经验式为C3H6N2O2。

⾮活性成分部分
每粒㬵囊含有环丝氨酸，250 毫克（2.45 毫摩尔）；D和C⻩⾊10号、FD和C蓝⾊1号、FD和C红⾊3
号、FD和C⻩⾊6号、明㬵、氧化铁、滑⽯、⼆氧化钛和其他⾮活性成分。

临床药理学科
⼝服给药后，环丝氨酸很容易从胃肠道吸收，在 4 ⾄ 8 ⼩时内达到⾎药浓度峰值。25 ⾄ 30 μg/mL 的
⾎液⽔平通常可以通过每天两次 250 mg 的常⽤剂量维持，尽管⾎浆⽔平与剂量的关系并不总是⼀致
的。脑脊液、胸膜液、胎⼉⾎液和⺟乳中的浓度接近⾎清中的浓度。在腹⽔、胆汁、痰液、⽺⽔以及
肺和淋巴组织中发现了可检测的量。⼝服后 72 ⼩时内，约 65% 的单剂量环丝氨酸可从尿液中回收。
剩下的 35% 显然被代谢为未知物质。最⼤排泄率出现在给药后 2 ⾄ 6 ⼩时，

微⽣物科
环丝氨酸抑制易感⾰兰⽒阳性和⾰兰⽒阴性细菌菌株以及结核分枝杆菌的细胞壁合成。

敏感性测试
环丝氨酸临床实验室标准粉末可⽤于确定分枝杆菌菌株敏感性的直接和间接⽅法1。敏感菌株的环丝
氨酸 MIC 为 25 μg/mL 或更低。

适应症和使⽤部分
⾎清霉素适⽤于治疗活动性肺结核和肺外结核（包括肾病），当致病微⽣物对该药物敏感时，以及
使⽤本品治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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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药物（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和⼄胺丁醇）已被证明是不够的。与所有抗结核药物⼀样，⾎
清霉素应与其他有效的化学疗法联合使⽤，⽽不是作为唯⼀的治疗剂。

⾎清霉素可有效治疗由易感⾰兰⽒阳性和⾰兰⽒阴性菌引起的急性尿路感染，尤其是肠杆菌属spp. 和
⼤肠杆菌. 在治疗由除分枝杆菌以外的细菌引起的尿路感染时，它通常不⽐其他抗菌剂有效，⽽且通
常效果较差。只有在更常规的治疗失败并且已证明有机体对该药物敏感时，才应考虑在这些感染中使
⽤⾎清霉素。

禁忌症部分
有以下任何⼀种情况的患者禁⽤给药：

对环丝氨酸癫痫的超敏反应

抑郁、严重焦虑或精神病 严重肾功能不
全
过量同时使⽤酒精

警告部分
如果患者出现过敏性⽪炎或中枢神经系统毒性症状，如惊厥、精神病、嗜睡、抑郁、精神错
乱、反射亢进、头痛、震颤、眩晕、⿇痹或构⾳障碍，应停⽌使⽤⾎清霉素或减少剂量。

⾎清霉素的毒性与⾎液浓度过⾼（⾼于 30 μg/mL）密切相关，由⾼剂量或肾清除率不⾜确定。结
核病的毒剂量与有效剂量之⽐很⼩。

慢性酗酒者发⽣惊厥的⻛险增加。
应通过⾎液学、肾脏排泄、⾎液⽔平和肝功能研究监测患者。

注意事项部分
在开始使⽤⾎清霉素治疗之前，应进⾏培养并确定机体对药物的敏感性。在结核感染中，还应证明
有机体对治疗⽅案中其他抗结核药物的敏感性。

抗惊厥药或镇静剂可有效控制中枢神经系统毒性症状，如惊厥、焦虑和震颤。每天接受超过 500 
毫克⾎清霉素的患者应密切观察此类症状。吡哆醇在预防⾎清霉素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毒性⽅⾯的
价值尚未得到证实。

在少数情况下，服⽤⾎清霉素和其他抗结核药物与维⽣素 B12和/或叶酸缺乏、巨幼细胞性贫⾎和
铁粒幼细胞性贫⾎。如果在治疗期间出现贫⾎的证据，则应进⾏适当的研究和治疗。

实验室测试部分
对于肾功能减退的患者、每⽇剂量超过 500 mg 的患者以及出现提⽰毒性体征和症状的患者，应⾄
少每周测定⼀次⾎药浓度。应调整剂量以保持⾎药浓度低于 30 μg/mL。



药物相互作⽤部分
据报道，同时服⽤⼄硫异烟胺可增强神经毒性副作⽤。
酒精和⾎清霉素是不相容的，尤其是在需要⼤剂量后者的治疗⽅案中。酒精会增加癫痫发作的可
能性和⻛险。
同时使⽤异烟肼可能会增加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的发⽣率，例如头晕或嗜睡。可能需要调整剂
量，应密切监测患者的 CNS 毒性迹象。

致癌性、致突变性和⽣育⼒受损
尚未进⾏研究以确定致癌性的可能性。Ames 测试和计划外 DNA 修复测试均为阴性。对 2 代⼤⿏进
⾏的⼀项研究表明，与第⼀次交配的对照组相⽐，⽣育⼒没有受损，但在第⼆次交配时⽣育能⼒有
所降低。

孕期
妊娠 C 类
对 2 代⼤⿏进⾏的⼀项研究表明，剂量⾼达 100 mg/kg/天，对后代没有致畸作⽤。⽬前尚不清楚环
丝氨酸对孕妇是否会造成胎⼉伤害或影响⽣殖能⼒。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将⾎清霉素给予孕妇。

哺乳⺟亲科
由于⾎清霉素可能对哺乳婴⼉产⽣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应根据药物对⺟亲的重要性来决定是否停
⽌哺乳或停药。

⼉科使⽤科
在⼉科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不良反应部分
⾎清霉素治疗期间发⽣的⼤多数不良反应涉及神经系统或药物超敏反应的表现。在接受⾎清霉素
的患者中观察到以下副作⽤：

神经系统症状(这似乎与更⾼剂量的药
物有关，即每天超过 500 毫克）

抽搐
嗜睡和嗜睡头痛

震颤
构⾳障碍
眩晕



记忆丧失引起的混乱和迷失⽅向

精神病，可能有⾃杀倾向

⻆⾊变化
过度烦躁
侵略
⿇痹
反射亢进
感觉异常
主要和次要（局部）阵挛发作

昏迷
⼼⾎管

据报道，每天接受 1 ⾄ 1.5 g ⾎清霉素
的患者突然发⽣充⾎性⼼⼒衰竭

过敏(显然与剂量⽆关）

⽪疹
各种各样的

⾎清转氨酶升⾼，尤其是在已患有肝病
的患者中

过量部分
如果成⼈摄⼊超过 1 g，则可能发⽣环丝氨酸的急性毒性。环丝氨酸的慢性毒性与剂量有关，如果每
天服⽤超过 500 毫克就会发⽣。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会积累环丝氨酸，如果不修改给药⽅案，可能会产
⽣毒性。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不应接受该药。中枢神经系统是最常⻅的与毒性有关的器官系统。毒
性作⽤可能包括头痛、眩晕、精神错乱、嗜睡、过敏、感觉异常、构⾳障碍和精神病。⼤量摄⼊后，
经常会出现⿇痹、抽搐和昏迷。⼄醇可能会增加接受环丝氨酸治疗的患者癫痫发作的⻛险。

⼩⿏⼝服半数致死剂量为 5290 mg/kg。治疗

要获得有关过量治疗的最新信息，⼀个很好的资源是您的认证区域毒物控制中⼼。经认证的毒物控
制中⼼的电话号码列在医师案头参考 (PDR) 中。在管理药物过量时，请考虑多种药物过量的可能
性、药物之间的相互作⽤以及患者体内异常的药物动⼒学。

很少报道环丝氨酸过量。如果遇到这种过量，提供以下内容作为指导。

保护患者的⽓道并⽀持通⽓和灌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仔细监测和维持患者的⽣命体征、⾎⽓、⾎
清电解质等。给予活性炭可减少胃肠道药物的吸收，在许多情况下，活性炭⽐呕吐或灌洗更有效; 
考虑使⽤⽊炭代替胃排空或除胃排空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服⽤⽊炭可能会加速消除⼀些已被
吸收的药物。使⽤胃排空或⽊炭时保护患者的⽓道。

在成⼈中，环丝氨酸的许多神经毒性作⽤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预防



每⽇服⽤ 200 ⾄ 300 毫克吡哆醇。
⾎液透析的使⽤已被证明可以从⾎液中去除环丝氨酸。该程序应保留给对微创治疗⽆反应的危及⽣
命毒性的患者。

剂量和给药部分
⾎清霉素⼝服有效，⽬前仅通过这种途径给药。通常的剂量是每天 500 毫克⾄ 1 克，分次服⽤，由
⾎液⽔平监测。2最常给予的初始成⼈剂量是前 2 周每天两次，每次 250 毫克，间隔 12 ⼩时。每⽇
剂量不应超过 1 克。

如何提供部分
⾎清霉素以 250 mg 㬵囊的形式提供，带有不透明的红⾊帽和不透明的灰⾊主体，在帽和主体上
都⽤可⻝⽤的⿊⾊墨⽔印有“CHAO”和“F04”。

40 瓶 NDC 13845-1200-3
在受控室温下储存，20° ⾄ 25°C（68° ⾄ 77°F）[参⻅ USP]。

参考⽂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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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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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标签主显⽰⾯板
SEROMYCIN cycloSERINE 㬵囊，USP 250mg THE CHAO CENTER NDC 13845-1200-3 40 粒㬵囊 
Rx only

通常的初始成⼈剂量：⼀粒㬵囊（250 毫克），每天两次，间隔 12 ⼩时。⻅随附⽂献。分配在
⼀个密封的容器中。

警告：强效药物。可能会引起某些⼈的严重反应。在密切医疗监督下的患者中使⽤。使⽤前请阅读
随附的⽂献。

13845-1200-3

LM000250.00

保持紧闭。储存在受控的室温下，20 到 25 摄⽒度（68 到 77 华⽒度）。[⻅美国药典]

Maunfacture The Chao center for Industrial Pharmacy and Contract Manufacturing, West Lafayette, IN 
47906, USA

有效期 批号



⾎清霉素
环丝氨酸㬵囊

产品信息
产品类别

管理途径

⼈⽤处⽅药 项⽬代码 e（来源） 国家数据中⼼：138 45-120 0

⼝服

活性成分/活性部分
成分名称 实⼒基础 ⼒量

环丝氨酸(UNII: 9 5IK5KI8 4Z) (环丝氨酸 - UNII:9 5IK5KI8 4Z) 环丝氨酸 250 毫克中的 250 毫克

⾮活性成分
成分名称 ⼒量

⼆氧化钛(UNII：15FIX9 V2JP）
氧化亚铁(UNII: XM0M8 7F357)
FD&C 蓝⾊ NO . 1(UNII：H3R47K3TBD）
FD&C 红⾊编号 3(UNII: PN2ZH5LOQY)
FD&C ⻩⾊编号 6(UNII：H77VEI9 3A8）
D&C ⻩⾊编号 10(UNII：35SW5USQ3G）
⽉桂基硫酸钠(UNII: 36 8 GB5141J)
明㬵(UNII：2G8 6 QN327L)
苯甲醇(UNII: LKG8 49 4WBH)
丙酸钠(UNII: DK6 Y9 P42IN)
对羟基苯甲酸丙酯(UNII：Z8 IX2SC1OH）
对羟基苯甲酸丁酯(UNII：3QPI1U3FV8）
对羟基苯甲酸甲酯(UNII: A2I8 C7HI9 T)

产品特性
颜⾊
形状
味道

红⾊（不透明红 353）、灰⾊（不透明灰⾊ 28 4）

㬵囊（超佛4）
分数
尺⼨
印记代码

没有分数
10 毫⽶

超佛4



包含

包装
＃ 项⽬代码 包装说明 营销开始⽇期 营销结束⽇期
1
1

NDC:138 45-120 0 -3 40 合 1 瓶
NDC：138 45-120 0 -1 250 毫克，1 粒㬵囊；0型：⽆组合产品

0 3/0 1/20 0 9

营销信息
营销类别 申请号或专着引⽂ 营销开始⽇期 营销结束⽇期

安达 安达0 6 0 59 3 0 3/0 1/20 0 9

贴标机 -Pars olex Gmp Center , Inc. (159802532)

注册⼈ -Pars olex Gmp Center , Inc. (159802532)

设⽴
姓名 地址 ⾝份证/FEI 商业运作

Parso lex Gmp Centre, Inc. 159 8 0 2532 制造 (138 45-120 0 )

修订⽇期：2019 年 6 ⽉ Parsolex Gmp Centre, Inc.


